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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7)摘要
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
过滤灌溉系统，
在道路上绿化带位置处每隔一定
距离设置有一个雨水收集装置，
所述雨水收集装
置内部设置有集水管，
所述集水管在雨水收集装
置的顶部开口，
集水管的外部设置有一个可升降
并可打开或关闭的倒伞状体。
本发明的市政道路
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将雨水收集过滤灌
溉系统与路灯结合在一起，
不占 用空间 ，
采用太
阳能供电 ，
成本低，
可根据天气自动收集雨水进
行灌溉 ，
同时在下雨天还具有给行人挡雨的功
能，
造型美观，
是适合现代化城市的道路照明集
水灌溉一体化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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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在道路上绿化带位置处每隔
一定距离设置有一个雨水收集装置，
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内部设置有集水管（6），
所述集水管
（6）在雨水收集装置的顶部开口，
集水管（6）的外部设置有一个可升降并可打开或关闭的倒
伞状体（3），
集水管（6）的底部进入道路表面下部，
并在道路表面下部分成左右两条支水管
（7），
所述支水管（7）向下倾斜，
支水管（7）上设置有透水孔（8），
并且支水管（7）分别与设置
在相邻两个雨水收集装置中间的集水箱（9）连接，
支水管（7）和集水箱（9）位于绿化带的地
面下部，
集水箱（6）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将集水箱（6）内部的水喷出的喷头（10），
喷头（10）顶
部露出地面。
2 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雨
水收集装置包括一个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，
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的上部设置有顶部开口的外
杆（2），
所述集水管（6）贯穿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以及外杆（2）的内部，
所述倒伞状体（3）设置
在外杆（2）内部的上部和集水管（6）的外部，
所述倒伞状体（3）由电机驱动升降、打开或关
闭，
所述电机与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连接。
3 .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雨
水收集装置顶部设置有一个雨滴传感器（13），
所述雨滴传感器（13）与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
连接，
当雨滴传感器（13）感应到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，启动电机驱动倒
伞状体（3）升出外杆（2）顶部并打开，
当雨滴传感器（13）感应到未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
和控制装置（1），
启动电机驱动倒伞状体（3）关闭并降回外杆（2）内部。
4 .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外
杆（2）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（1）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供电。
5 .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太
阳能电池板（4）的下部分别设置有一个路灯（5），
所述路灯（5）通过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供电。
6 .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外
杆（2）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（1）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供电 ，
所述雨滴传感器（13）设置在其中一个太阳能电
池板（4）的顶部。
7 .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集
水箱（9）内设置有一个用于将水从喷头（10）喷出的水泵，
所述水泵与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连
接，
所述雨水收集装置上还设置有一个湿度传感器（12），
湿度传感器（12）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（1）连接，
当湿度传感器（12）感应到湿度低于预设值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，
启动水泵进行喷水。
8 .如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外
杆（2）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（4）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（1）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（1）供电 ，
所述湿度传感器（12）设置在其中一个太阳能电
池板（4）的顶部。
9 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喷
头（10）有多个，
并且各个喷头（10）的角度不同。
10 .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其特征在于所述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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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
技术领域
[0001] 本发明属于市政设施领域，
具体是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。
背景技术
[0002] 在城市中，
一般都没有专用的雨水收集装置，
雨水一般都流入下水道被浪费了，
有
的地方有单独的雨水收集装置，
但是这种装置一般都单独设置，
成本较高，
占 用空间，
需要
专人管理，
而且功能单一，
除了收集雨水灌溉没有其它的功能。如何将雨水收集灌溉装置与
其它市政设施相结合一直是一个难题。
发明内容
[0003]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，
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
统。
[0004]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：
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在道路上绿化带位置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
有一个雨水收集装置，
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内部设置有集水管，
所述集水管在雨水收集装置
的顶部开口，
集水管的外部设置有一个可升降并可打开或关闭的倒伞状体，
集水管的底部
进入道路表面下部，
并在道路表面下部分成左右两条支水管，
所述支水管向下倾斜，
支水管
上设置有透水孔，
并且支水管分别与设置在相邻两个雨水收集装置中间的集水箱连接，
支
水管和集水箱位于绿化带的地面下部，
集水箱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将集水箱内部的水喷出的
喷头，
喷头顶部露出地面。
[0005]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包括一个电源和控制装置，
电源和控制装置的上部设置有顶部
开口的外杆，
所述集水管贯穿电源和控制装置以及外杆的内部，
所述倒伞状体设置在外杆
内部的上部和集水管的外部，
所述倒伞状体由电机驱动升降、
打开或关闭，
所述电机与电源
和控制装置连接。
[0006] 所述雨水收集装置顶部设置有一个雨滴传感器，
所述雨滴传感器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连接，
当雨滴传感器感应到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，
启动电机驱动倒伞状体
升出外杆顶部并打开，
当雨滴传感器感应到未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，
启动电
机驱动倒伞状体关闭并降回外杆内部。
[0007] 所述外杆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电源和控
制装置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供电。
[0008] 所述太阳能电池板的下部分别设置有一个路灯，
所述路灯通过太阳能电池板供
电。
[0009] 所述外杆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电源和控
制装置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供电 ，
所述雨滴传感器设置在其中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
顶部。
[0010] 所述集水箱内设置有一个用于将水从喷头喷出的水泵，
所述水泵与电源和控制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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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连接，
所述雨水收集装置上还设置有一个湿度传感器，
湿度传感器与电源和控制装置连
接，
当湿度传感器感应到湿度低于预设值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，
启动水泵进行喷
水。
[0011] 所述外杆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，
所述太阳能电池板与电源和控
制装置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供电 ，
所述湿度传感器设置在其中一个太阳能电池板的
顶部。
[0012] 所述喷头有多个，
并且各个喷头的角度不同。
[0013] 所述支水管上的透水孔在支水管的侧面位置均匀分布。
[0014] 本发明的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将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与路灯
结合在一起，
不占 用空间，
采用太阳能供电 ，
成本低，
可根据天气自动收集雨水进行灌溉，
同
时在下雨天还具有给行人挡雨的功能，
造型美观，
是适合现代化城市的道路照明集水灌溉
一体化方案。
附图说明
[0015] 图1是本发明的整体结构示意图；
图2是本发明的倒伞状体上升后未打开状态示意图；
图3是本发明的倒伞状体上升后打开后的示意图；
图4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结构示意图；
图5是本发明的雨水收集装置俯视图；
图中，
1—电源和控制装置；
2—外杆；
3—倒伞状体；
4—太阳能电池板；
5—路灯；
6—集
水管；
7—支水管；
8—透水孔；
9—集水箱；
10—喷头；
11—绿化带；
12—湿度传感器；
13—雨
滴传感器。
具体实施方式
[0016] 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。
[0017] 如图1和图4所示，
本发明的一种市政道路局部雨水收集过滤灌溉系统，
在道路上
绿化带位置处每隔一定距离设置有一个雨水收集装置，
雨水收集装置内部设置有集水管6，
用于在下雨时收集雨水，
集水管6在雨水收集装置的顶部开口，
集水管6的外部设置有一个
可升降并可打开或关闭的倒伞状体3，
倒伞状体3打开后可以使集水管6周围大面积的雨水
自动流入集水管6，
倒伞状体3可由具有延伸性的布料以及骨架制成，
倒伞状体3的半径可根
据需要进行设计，
比如1m—2m。集水管6的底部进入道路表面下部，
并在道路表面下部分成
左右两条支水管7，
支水管7向下倾斜，
支水管7上设置有透水孔8，
透水孔8在支水管7的侧面
位置均匀分布，
并且支水管7分别与设置在相邻两个雨水收集装置中间的集水箱9连接，
支
水管7和集水箱9位于绿化带的地面下部，
向下倾斜的支水管7可以使被收集的雨水自动流
入集水箱9内部，
而且支水管7侧面的透水孔8可以使一部分水渗透入绿化带下部的土壤中，
给植物提供水分，
剩余的水流入集水箱9中，
集水箱9的顶部设置有用于将集水箱9内部的水
喷出的喷头10，
喷头10顶部露出地面，
喷头10有多个，
并且各个喷头10的角度不同，
可以在
不下雨时向多个角度喷水对绿化带的植物进行灌溉。
[0018] 雨水收集装置包括一个电源和控制装置1，
电源和控制装置1设置在雨水收集装置
5

CN 111357618 A

说

明

书

3/3 页

的下部，
电源和控制装置1的上部设置有顶部开口的外杆2，
集水管6贯穿电源和控制装置1
以及外杆2的内部，
本发明的电路、信号传输线等可以设置在集水管6与外杆2之间的空间
中，
倒伞状体3设置在外杆2内部的上部和集水管6的外部，
倒伞状体3由电机（图中未示出）
驱动升降、
打开或关闭，
比如倒伞状体3与一根由电机驱动的伸缩杆（图中未示出）连接，
或
者采用导轨等其他的方式升降，
并且电机与倒伞状体3的骨架控制开关（图中未示出）连接，
控制骨架的打开或关闭，
电机与电源和控制装置1连接。
[0019] 外杆2顶部两侧分别设置有一个太阳能电池板4，
太阳能电池板4与电源和控制装
置1连接，
并为电源和控制装置1供电。太阳能电池板4的下部分别设置有一个路灯5，
路灯5
通过太阳能电池板4供电。不下雨时，
倒伞状体3关闭并降回外杆内部，
使太阳能电池板4露
出，
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。
[0020] 如图2、
图3和图5所示，
其中一个太阳能电池板4的顶部设置有一个雨滴传感器13，
雨滴传感器13与电源和控制装置1连接，
当雨滴传感器13感应到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
控制装置1，启动电机驱动倒伞状体3升出外杆2顶部并打开，
进行雨水收集，
同时可以为行
人挡雨，
当雨滴传感器13感应到未下雨时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1，启动电机驱动倒
伞状体3关闭并降回外杆2内部，
使太阳能电池板4露出，
将太阳能转换为电能储存。
[0021] 集水箱9内设置有一个用于将水从喷头10喷出的水泵（图中未示出），
水泵与电源
和控制装置1连接，
如图5所示，
雨水收集装置上其中一个太阳能电池板4的顶部还设置有一
个湿度传感器12，
湿度传感器12与电源和控制装置1连接，
当长时间不下雨时，
湿度传感器
12感应到湿度低于预设值时，
比如湿度低于60%，
发送信号给电源和控制装置1，
启动水泵进
行喷水。
电源和控制装置1内还可以设置一个定时装置（图中未示出），
比如每隔半小时或一
小时启动水泵进行喷水。
[0022] 本发明的集水管6或支水管7内部还可以设置有一个或多个过滤装置（图中未示
出），
比如活性炭过滤层等，
用于过滤净化雨水用于灌溉。
[0023]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较佳实施例，
并不用以限制本发明，
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
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改、
等同替换和改进等，
均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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